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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

去年受理纠纷投诉仅38宗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去年东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收到的

纠纷投诉共有 38 宗， 相比往年下降了很

多。 ”近日，东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秘书长

郑浩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在严格执

行备案登记和经纪人实名登记后， 东莞二

手房纠纷明显减少。从 2011 年东莞房地产

中介协会建立行业诚信体系开始， 抵制不

良行为、加强行业自律，经过几年的累积，

行业的变化很大。

五城市互通中介“黑名单”

郑浩辉介绍， 去年投诉到行业协会的

纠纷不多，共有 38 宗，主要和合同条款不

够清晰有关。他认为，去年中介纠纷投诉减

少， 一方面是因为去年二手房市场成交量

总体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东莞实行经纪人

实名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郑浩辉告诉记者，自去年 6 月份开始，

东莞正式实行经纪人实名登记， 并且建立

统一的数据库， 在经纪人出现违法违规行

为的时候， 就可以上报主管领导， 同时将

“黑名单”和广州、深圳、佛山、惠州其他四

城市互通信息， 让购房者在买房时可以查

询经纪人的情况。在五城互通“黑名单”后，

在其他城市的中介机构和购房者均可以查

询到“黑名单”信息，企业可以不招聘“黑名

单”上的经纪人，购房者也可以不选择“黑

名单”经纪人购房。

“如果购房者不是选择一些合法合规

已经备案的机构， 或者是经纪人没有实名

登记的，出现纠纷的机率就更多。 ”郑浩辉

举了一个例子， 去年樟木头镇一名购房者

听到中介推荐称， 有一套房子销售价格比

市场价低 15%，就和中介一起去看房，并且

下了定金， 结果几天后这套房子被法院查

封了。后来查询才发现，这家中介机构是没

有备案的，经纪人打了个时间差，在法院查

封前将房子卖出去。 但是由于找的是没有

进行备案登记的小公司，维权十分困难。

东莞已有7000多名经纪人实名登记

据了解， 目前东莞有 3500 家中介门

店，其中有 7000 多名经纪人进行了实名登

记， 还有一部分经纪人实名登记的资料正

在完善当中。 郑浩辉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

始，东莞严格执行“多证合一”备案制度，未

来中介机构只有持有备案登记证的才能注

册营业。同时，从去年严格执行经纪人实名

登记以来， 对整体数据库的建立起到很大

的帮助作用， 未来经纪人都会有一个信息

登记卡，这个登记卡需展示在消费者面前，

购房者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名

经纪人的从业纪录了。

郑浩辉特别提醒购房者， 在购买二

手房时， 应该到相关官网查询中介机构

是否已经备案登记， 经纪人是否实名登

记， 经纪人的从业情况如何， 以确保购

房的安全。

【案例】

业主刘先生去年向东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投诉称，其在购买二

手房时，中介机构收取了其除中介费以外的其他不合法费用，包括

测绘图纸费、合同费、办证费、银行按揭服务费等。 刘先生提供的《东

莞二手房置业费用表》上明确写明测绘图纸费、合同费、办证费、银

行按揭服务费等费用，且与投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上的各项费用

收费标准一致。 但是，该《东莞二手房置业费用表》下方“费用支付方

签名”“日期”以及“经纪方确认”均未有任何签章，暂无法确认被投

诉人是否曾向投诉人明示过相关的费用收费，也暂无法确认投诉人

是否在 2018 年 9 月 18 日缴纳上述费用之前就知晓相关费用收费。

买二手房附加服务费是否合理？

记者日前获悉， 乐有家发起了

“3.15乐有家邀您打假，假一赔百最

快1日赔付”活动，市民今日内通过

乐有家官网发起虚假房源举报的，

一经核查属实， 将会在当日内给予

奖励。这是继乐有家4年前提出推行

新房源之后的再次赔付速度升级，

历经数年时间， 目前乐有家官网房

源真实率已高达99.82%。

“虚假房源一直是二手房交易

市场存在的一个问题，”乐有家总经

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比如某地

二手商品住宅只有170多万套，真正

在卖的不超过5万套，而在网络上却

有100多万套在售信息。业内人士认

为，假房源的危害，让购房者费时、

费力、费钱、费神；同时造成

行业口碑恶化， 客户信

任缺失，不信任感加剧；

对企业来说，也

使得企业效率低

下，恶性循环。 虚

假房源的存在不

仅浪费买卖双方

的时间、精力、物

力、财力，更是损

害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 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 ，对

市场交易的多个

方面都产生了不

良影响。

乐有家总经办有关负责人认

为，对于消费者来言，网络平台的真

房源可以提升其找房效率， 降低找

房成本，大大缩短消费者看房时间，

加快交易进程。其次，帮助业主更准

确地判断出售价格， 减少无谓的打

扰，精准匹配客源。 同时，推动行业

规范诚信经营， 建立行业与客户之

间的信赖关系。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乐有家发起“3.15 假一赔百最快 1 日赔付”活动

市民今日内举报虚假房源有奖励

3 月 13 日，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下简称“东实集团”）

全资子公

司东莞市莞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底

价 12500 万元竞拍取得东莞市莞城区

鳒

鱼洲地块 15 年租赁权， 地块面积约 9.5

万平方米。 这意味着，东实集团正式取得

鳒

鱼洲地块 1.5 级综合开发权。

鰜

鱼洲位于东莞市东江和厚街水道

的交汇处，三面环水，从空中俯瞰，其形

如

鳒

鱼，故名“

鳒

鱼洲”。二十世纪七八十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拂莞邑，

鳒

鱼洲

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先后聚集了 52 家

粮油和外贸企业入驻， 不仅奠定了东莞

早期的工业基础， 更是东莞走向世界的

窗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东莞

工业重心的转移，

鳒

鱼洲归于沉寂，成为

“被遗忘的角落”。 作为东莞重要的工业

遗址所在地，目前，

鳒

鱼洲共留存 6 处历

史建筑，33 处Ⅰ、Ⅱ保护建筑。

根据《东莞

鳒

鱼洲历史地段保护规

划》和项目前期策划，东实集团将引入文

创、科创、展览、文旅等新的产业要素或

文化资源， 力争将

鳒

鱼洲打造成全国工

业遗存改造的标杆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制造中心”的展示窗口、东莞历史

文化保护的示范单位、 东莞城市升级改

造的先行标兵、 东莞重要旅游集散地。

据了解，

鳒

鱼洲项目是东莞市首例

实施1.5级开发的项目。 1.5级开发是指，

为盘活政府预控的储备土地， 解决远景

规划与近期开发诉求的矛盾， 政府将基

础设施完备、 土地出让较慢、 潜在价值

较高的地块， 短期租赁给承租人进行过

渡性开发利用， 待片区预热、 地价提升

后， 政府按约定收回土地， 并按远景规

划实施。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东实集团取得鳒鱼洲地块开发权

将打造成全国工业遗存改造的标杆项目

真实可售 ：

须为法

律法规允许交易的房产，不

得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

房和禁止交易的房产；

真实存在 ：

房产为真实存在，不是虚

构或虚拟存在；

真实委托：

业主真实委托出售/出租；

真实价格：

是业主委托公布或当前明确表

示同意发布的价格，以业主委托书价格为准；

真实信息：

房屋区位、用途、结构、户

型、照片/视频真实，面积差异不超过±

3%。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真房源标准

建议：中介机构如无“明码标价”，可向相关部门举报

东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介绍，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十

八条的规定：“房地产经纪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制度。不得利用虚假或

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内容和标价方式进行价格欺诈；一项服务可以分

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不得混

合标价、捆绑标价。 ”且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

前，应当向委托人说明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 如中介机构无法

提供“明码标价”的相关证据，建议刘先生向市价格主管部门进行举

报，对中介机构未实行明码标价制度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鳒鱼洲鸟瞰图。


